
主⽇崇拜 
教会崇拜继续同时在教会和在线直播，每周⽇下午15:30-
17:30. 请留意教会群的连线信息。

祷告会  
每星期天崇拜前14:30-15:10 祷告会在教会办公室举⾏，⼤
家为教会弟兄姐妹为崇拜和⼩家聚会祷告。 
每个⽉第⼀个星期六早上9:00-11:00教会祷告会，牧师带领
弟兄姐妹在线上⼀起祷告。10⽉3⽇ ，11⽉7⽇有祷告会。 

⼉童主⽇学 
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主⽇学少年，⼤班和中班仍然是⽤Zoom
上课（谢谢⽼师们！）但孩⼦们需要学习实际的敬拜神，因
此同⼯们很有爱⼼，安排了每个⽉最后⼀个主⽇的实体⼉童
主⽇学，教导孩⼦们从⼩就培养敬畏神的⼼。因此，请家⻓
们特别⽤⼼,在10⽉25⽇带着孩⼦们来敬拜主，参加合并班
⼉童主⽇学。 

教会营会 
10⽉10⽇-11⽇9：30-16：00实体分组的营会在⽇内瓦5个
聚会点举⾏，各组报名⼈数有限，额满即⽌。讲员孙柯楠牧
师在巴黎⽤线上讲道。 10⽉11⽇⽼师在16：00后还是有线
上主⽇学。 

奉献 
请转⼊PostFinance的帐户

Account number: 17-62686-0

IBAN: CH20 0900 0000 1706 2686 0

BIC: POFICHBEXXX

Name: L'EGLISE BIBLIQUE CHINOISE GE

奉献请注明是

给教会的经常奉献(⼗⼀奉献) 或者是宣教信⼼奉獻


洗礼 
11⽉1⽇崇拜举⾏洗礼。已经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要洗礼⻅

证归⼊基督的身体，请问葛牧师报名参加洗礼班。


教会清洁 
10⽉17⽇⼴东话⼩家负责清洁教会。


14这称为我名下的⼦⺠，若是⾃卑，祷告，寻求
我的⾯，转离他们的恶⾏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

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15我必睁眼看、侧
⽿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  

历代记下 7:14-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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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– 2021年主题：
⼼意更新，传承⽣命

周⼀ 
14:00-16:00

喜乐⼩家    
⻨宝桢/刘凤丽

076 493 3753  
078 750 9799

周四  
8:30-10:30

路得⼩家    
刘新/梁伟

076 769 2667 
078 692 5675

周五 
19:00-22:00

恩慈⼩家    
⻩越/洪品琇

076 250 4363 
+33 6 95 04 99 91

周五  
13:45-15:45

新天地⼩家 
Natacha/Evelyn

078 790 88 66 
079 282 50 74

周五 
19:00-22:00

提摩太⼩家    
袁之詠/苏雅丽

076 620 1042  
076 286 9312

周六 
14:30-16:30

⼴东话⼩家    
李少娴

079 895 9325 

周六 
16:00-18:00

⻘年⼩家    
Ken/David 

078 629 7081 
078 730 6389

主⽇崇拜服事表 报告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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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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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师

领會 林娜 Ken ⻩⽉娥 Teresa Davi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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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待
Natacha 
Evelyn

营会 Connie 
刘桂芳

郭晋 
朱霞丽

傅新红 
陈冠鸣

主⽇学 
⼩班

周洁 洪品琇 舒骏 Natacha 
Evelyn

项祯怡

主⽇学 
中班

成帅华 傅新红 Alice Natacha 
Evelyn

吴迪

主⽇学 
⼤班

岳红 周⻙伟 傅东波 Natacha 
Evelyn

于燕

主⽇学
少年班

袁之詠 
⻩越

Daniel 
Simon

Teresa 
Titus

Natacha 
Evelyn

⻩⽉娥 
David

茶点 
清洁

提摩太 
⼩家

营会 ⻘年 
⼩家

恩慈 
⼩家

兄弟 
⼩家

⼩家聚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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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2﹑6路公⻋＂Rue du Lac＂站) 
葛道宁牧师: 076 580 32 13 
⻩⽉娥师⺟: 076 525 84 98 



1 0⽉宣教焦点
信⼼是旅程，不是终点

“都恒⼼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、擘饼、祈祷。”(徒⼆ 
42) 以上是路加的记载，道出彼得在五旬节讲道后，有五千
⼈领受了主道⽽受洗的实况。 

对于初期教会的信徒来说，悔改信主并⾮终站，⽽是信仰
旅程的起点。圣经所着重的，刚好跟我们所以为的⼤相径
庭。今天，许多⼈都把重点放在起初的悔改相信上，以为
⼈在某⼀个时刻决志信主后，以后的 ⼀切事情便成为理所
当然了。说这些话的⼈，当然不是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 
来，但他们 在传福⾳时，没有着重圣经的教导。⽆意中会
叫⼈产⽣以上的错觉。我们这些福⾳派教会， 在对信徒⽣
活的认识上，差不多都犯了这样的偏差。如果根基 不稳，
⼜不及时纠正，神 的殿就摇摇欲坠，岌岌可危了。 

在我们热⼼传道的当⼉，常常令听道的⼈吸收这⼀个概念:
只要相信，便⼀了百了，可以卸下所有因相信⽽带来的责
任。⾔下之意;他们好像暗示这便⾜以荣耀神了。其实这种
说法是将基督作成的⼯，变成⼀套荒唐怪诞，不切实际的
论调，与圣经真理全不相符。

对于使徒⾏传⾥的信徒来说，信⼼只不过是个开端，⽽⾮
终点;信⼼是信徒要⾛的⾏程， ⽽⾮让⼈安枕静候主再来的
卧榻。所谓“相信”，并⾮试过⼀次便算完了，它也不仅是
个动 作，⽽是⼼思意志上的⼀种态度，能感化和推动信徒
背起⼗架，跟随羔⽺的脚踪。 

路加记载当⽇信主的⼈继续“遵守”使徒的教训。这不是已
清楚指出他们之所以能有坚定的 信⼼，是因为持之有恒吗?
他们信主、受浸、加⼊信徒的⾏列那⼀天，当 然做得很
好， 但翌⽇⼜如何呢?再过⼀天⼜如何?再过⼀个星期⼜怎
样?如何叫⼈知道他们是真正悔改 信主呢?怎样才能令那些
诋毁他们是被迫相信的⼈闭⼝⽆⾔ 呢?这些⼈还毁谤他们信
主 只不过是抵受不了群众的⼼理压⼒，以及对宗教的狂热
⽽已。能叫这些毁谤不攻⾃破的唯 ⼀办法，就是他们持守
所信的。 

他们不仅持守，⽽且还恒⼼地遵守使徒的教训。路加⽤“恒
⼼”这字眼，说明了他们是在厉 害的反对下持守真理。当

我们受到精神或⾁体上的攻击时，更需要有恒⼼。初期教
会的历 史，就是在⽕⼀般试炼下的信⼼实录。当时的敌对
势⼒，实在给信徒带来切肤之痛。 在这⽅⾯，圣经所记载
的基督教和今天的基督教，显然⼤有出⼊。听说在某些国
家⾥，不少弟兄们遭遇逼迫，饱受痛苦;为要得着基督，他
们不以性命为念。对于他们，我只有满⼼敬佩。但我现在
要谈的，却不是这些受苦的信徒，⽽是在美国基督教圈⼦
内⽆数的顿弱肢体。

为了争取慕道者，我们不得不把苦难略过不提，只提接受
基督后所得的⼼灵平安，以及地 上的亨通便算了。我们对
听道的⼈强调基督教是个得体的、受⼈欢迎的宗 教;⼜告诉
他 们许多政坛上的⻛云⼈物、名成利就的⼤亨、电影红星
等，都热衷于这信仰。有了这些保 证，那些理应下地狱，
受刑罚的罪⼈，就⼀窝蜂地拥来接受基 督，存⼼想得好
处。固然 间或会有⼈下泪，表明他的诚意，但结果往往是:
⼤多数⼈拥戴荣耀主的⼼态，就像⼀对 年⻘夫妇为了要分
享遗产，不惜极⼒讨好那位富有 的，却令⼈讨厌的⽼伯⽗
⼀样。 

我们从未完全诚实，除⾮我们对听道的⼈直说他们是⼀群
叛逆的⼈，很难脱离⽬前的景况; 如果他们坚决不悔改信
主，必定灭亡，但如果肯回转归向主，那逼迫主的 ⼈必定
与他们 为难。换⾔之，不信就必灭亡，没有指望;否则就要
为主暂受苦难，但在苦难中可以享受 祂的⼤爱和安慰，得
着内⼼的扶持，以致在患难中仍有喜乐。 
初期教会的信徒在决意归向基督时，已满⼼知道他们是选
择了⼀种不受欢迎的信仰，还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，从
此成为受⼈敌视的少数分⼦，⽣命与⾃由都受到威胁。

我并⾮故作惊⼈语。事实上，五旬节过后不久，信徒当中
就⼈给关进监牢，不少更倾家荡产，亦有被杀害的，也有
数以百计的⼈纷纷四散.逃到外地去。过些信徒只要肯否定
⾃⼰的信仰，回到世⼈当中，就能免去这些厄运，但他们
却坚决不肯否认主。
如此⽐较下，今天的基督徒与当⽇第⼀世纪的信徒相似吗? 

— 陶恕 A.W. Tozer

由于新冠肺炎的疫情在欧洲仍未平歇，⻄班⽛更是
重灾区，神学院决定2020学年度第⼀学期（9⽉7⽇
⾄12 ⽉18⽇）所有课程皆采线上教学，如此除了避
免群聚危险，也让学⽣在此艰难时刻可以多跟家⼈
相处，并参与⺟会的服事。求主保守学院，透过线
上教学及聚 会，依然可以为神国塑造出合神⼼意的
牧者。请为⽼ 师能顺利备课教学，学⽣有美好学
习，所有⼈都能适 应“新校园⽣活”代祷。  

神学院今年共招收五位新⽣，春季班：胡博、陈海
东， 秋季班：⻩萧凯、孙丽娜、叶春燕。请为他们
线上学习状况能渐⼊佳境，也求主继续 呼召祂所要
使⽤的仆⼈使⼥来到欧华学习，莫让疫情 阻拦了福
⾳的扩张以及事奉者的装备。 

神学院正积极成⽴法⼈，以成为⻄班⽛基督教会联
盟正 式⼀员，进⽽获得政府的认可。这对未来学院
⻓期的 发展是极重要的⼀步，求神保守所需要的资
料、⽂件 都⻬备，能顺利登记。 

今年初学院原本要签约购买⼀间酒店作为校址，但
因对⽅产权有状况⽽作罢，我们仍然求神另外赐下
合适的地点作为校址。 

感恩⽇内瓦华⼈圣经教会对宣教事⼯的重视，每⼀
年为我们祷告和奉献，愿神记念您们的摆上。

国际欧华神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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